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再版序 i

再版序

拙著付梓，閱一年有餘。至感欣慰的是，取得升等教授職位，

不料也因此健康亮起紅燈，至今尚未完全復原，不無憾憾。畢竟是

心血結晶，閒暇時不忘隨手翻閱，回味研究的甜果，但每見失誤浮

現，不勝慚愧。有一回，不經意在網路上看到大陸北京一位青年研

究者，對拙著中一小節提出疑難。尊重其所見，也算是個迴響，不

覺莞爾。然憂心的是，倘漏洞百出而不自知，則貽笑學林大矣，盼

望能有機會加以訂補。

世事多偶然，何時會出現，難以捉摸，無從料定。有位來自成

都的同學，選修筆者在研究所課程，也購買拙著參考。他上課用

功，課餘查閱檔案甚勤。一日課後，談及在檔案館找到軍統主持河

內刺汪案的證據。承其分享，並惠送一份關係人回憶錄的電子檔，

始知有林知淵受戴笠鼓動赴河內探晤汪精衛作情報之事。又有一

次，為準備課程資料，追查德國軍火商漢斯‧克蘭（Hans Klein）

有關史料時，却查到與拙著有用的檔案，即該國經濟部長兼中央銀

行總裁沙赫特（Hjalmar Horace Greeley Schacht）亦曾有意受日本

委託出任調人，終因蔣中正勸阻而未成事。類此意外收穫，均甚有

益於彌補拙著之缺漏。

汪精衛是戰時主和且付之實際行動的不二要角。日方選定他，

處心積慮引誘出走，以往概以「梅工作」代稱。在查閱日文資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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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，不意發現除此之外，另有一代號，為「竹內」。1939年 4月下

旬，日本政府祕派影佐禎昭等人潛赴河內，名為救汪，實為挾汪到

日方佔領區。汪等人即在日人護送下，離開河內，途經臺灣基隆，

停留數日，5月初轉往上海。這段期間，日方通訊和報告中，均以

「竹內工作」稱之。竹內，係日本姓氏，取這個代號的用意，不得

而知。惟汪有一首詩，自稱愛竹成痴，或可從中窺探一二。詩云：

「平生愛竹已成癖，三竿兩竿青亦得，只今身已入山深，雖白雲鄉

不此易。」果真如此，日人知汪性好之深，不由得令人嘖嘖。

拙著面世後數月，英國攝製的《最黑暗的時刻》（Darkest 

Hour）電影在臺灣上映。劇情是描述邱吉爾（Winston Churchill）

1940年 5月臨危受命為英國首相，主持戰爭內閣初期，面對國內

外嚴峻局勢挑戰而飽受煎熬的心路歷程。當時，在歐洲戰場上，

納粹德軍橫掃西歐，勢不可擋，近 40萬英法聯軍受困於敦克爾

克 （Dunkirk）。在英國，又有驚慌失措的國民、抱持懷疑態度的君

王，及唱反調的政黨同僚。內外交相煎迫之下，邱氏面臨兩難抉

擇，究應與德國談判和平協定，抑堅守民主自由陣線以力抗德軍入

侵威脅？他認清希特勒的邪惡面目，耐心說服各方，挺過最黑暗的

時刻，成功將英軍自敦克爾克 撤退，保衛英國。其堅毅不屈的典

範烙印在世人心中。觀影後，感觸殊深。二戰初期的英國，同樣面

臨過和與戰抉擇的激烈掙扎，中國則有過之無不及。無論任何時

代，背負千萬人民命運的政治領袖，不應有所省思！

從事著述，壹憑專注，惟完美難求，祇期盡善而已。在屆齡臨

退之前，拙著得能修訂再版，實為三生有幸。

2019年 2月 12日


